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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凉拌菜简单爽口，成为家庭

餐桌上的主力。你可不要以为凉拌菜

只是切好原料，加入调料再拌一拌这么

简单，凉拌菜里还有健康门道。

生拌 易营养不足
常见的凉拌菜可以分为三种：生

拌、炝拌和焯拌。生拌是最常见的一

种，它是将植物性原料不经过加热，经

刀工处理后，直接加入调味品进行拌

制。常见的大众菜品有“拌黄瓜”“拌西

红柿”等。

生拌蔬菜最大的好处是几乎完全

保留了蔬菜中的营养素，没有丁点损

失。但是，生拌菜也有缺点：第一，生拌

菜因为没有经过烹调，可能会削弱消化

吸收功能。有的人原本就肠胃虚寒，容

易腹泻，如果再吃很多凉的生蔬菜，就

会雪上加霜。第二，生蔬菜的体积大，

热能和蛋白质含量都很低，热能蛋白质

需要量高的人群，如儿童青少年不要多

吃。同时，因为生拌菜的微量元素及脂

溶性维生素吸收率比较低，所以很容易

造成营养素摄入不足。

调味 醋不可少
调味是拌菜好不好吃的关键程

序。要根据拌菜的原料正确选择调味

品，酌量、适时使用调料。醋是拌菜必

不可少的调味料。醋不但能带来令人

愉悦的酸味，具有提味增鲜，祛腥增香

的作用，还可以起到杀菌防病的功效。

不过，过早放入醋会使菜由鲜绿色变成

黄色，所以最好在上桌时调入。

姜和蒜也是主要的调味品，一定要

切细末或砸成泥使用。姜能够提味，有

祛寒的功能。蒜则有杀菌的作用，生拌

菜不可缺少。

芝麻酱不但香味浓郁，而且营养丰

富。芝麻酱含钙很高，同时还含有人体

必需的油酸、亚油酸、卵磷脂、维生素E、
叶酸、蛋白质以及铁元素等成分。除了

芝麻酱之外，也可以尝试在拌菜中加一

些花生酱。

焯拌 最健康最安全
焯拌的方法更适合大多数人的口

味，在营养上也更有益。将蔬菜焯一下

可以灭活蔬菜中破坏维生素C活性的

酶类，有促进维生素C利用的作用。

最好叶菜类都用焯拌的方法，水生

蔬菜更要焯一下再吃。在焯拌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火大、水多、时间短”，不要

一下子把所有的菜都扔进去煮，而是要

少量多次，保持水在沸腾的状态。

焯拌的吃法最健康，既不会伤害消

化系统，又便于营养吸收，还可以吃进

较大数量的蔬菜。虽然在焯烫的过程

中会流失一些维生素，但是因为吃菜的

总量增大了，所以和生拌相比，最后吸

收营养素的数量还是要多一些。

焯拌也是最安全的吃法。快速焯

烫能除去附着在原料上的微生物和残

留的农药。同时，菠菜、苋菜等带涩味

含草酸高的蔬菜，经过焯烫之后也更加

利于某些营养素的吸收。

炝拌 要少放油
炝拌也是凉拌菜常用的一种方

法。炝拌的做法是先将原料改刀成型，

取炒锅放油，在热油里加入花椒、蒜、葱

花等炝一下锅，待调料香味充分散发之

后，把调料扔掉，把油趁热倒在菜上，香

味比生拌浓郁很多。常见的炝拌菜有

“炝拌莴苣”“炝拌绿豆芽”等。

辅料 坚果豆制品好
凉拌菜虽然口感鲜嫩，清爽好吃，

可营养并不是那么全面均衡。如果只

吃全素凉拌菜，很容易造成蛋白质摄入

不足，长此以往会发生营养不良。加入

坚果是提升拌菜营养的一个好办法。

坚果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

酸和植物固醇，有助于降低人体血液中

的“坏胆固醇”。同时坚果中还含有丰

富的维生素E、无机盐和微量元素。

常见的加入坚果的凉拌菜其实也

不少，如“椿芽拌核桃仁”“五彩杏仁”

“花仁菠菜”等。将坚果加入凉拌菜的

时候，不但要去壳，还要去掉果实外的

薄皮，而且要求口感是脆的。可以用油

炸至酥脆，也可用水浸泡，焯水过凉后

使口感脆嫩。要注意腰果只能炸，不能

浸泡焯水。

本报讯（记者 黄静）记者从昨天召开

的浦东新区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推进大

会上获悉，区总工会探索群团组织联动新

模式，联合商会全面推进非公企业民主管

理工作。根据规划，2019年工商联会员企

业的职代会建制率动态将保持在 90%以

上。

当前，全区 25人以上的企业达到 6.58
万家，职工总数215万人。其中，非公企业

6.5万家，占比 98.8%；非公企业职工 152万

人，占比93.3%。非公企业工会已经成为基

层工会的主体。但无论是职工入会率、工会

组建率，还是工会服务职工、团结职工的能

力和水平，非公企业还存在薄弱环节。

区总工会以群团工作改革试点为契

机，充分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特有的

功能作用，跨前一步，主动作为，积极联系

区工商联，借助各街镇、开发区商会组织与

非公企业的紧密联系，发挥街镇党群副书

记兼任工会主席、商会分管领导优势，探索

群团组织联动新模式，整合资源、联动推

进，积极解决非公企业工会发展中的瓶颈、

难点问题，使其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

为此，区总工会于2015年在高行镇率

先试点工会、商会联合推进非公企业民主

管理建设，成立领导小组，建立工作标准、

搭建合作平台、强化服务能力，促使企业推

进职代会、厂务公开的规范化建设。两年

来，高行镇商会成员单位的企业职代会建

制率达到 94.9%，高于浦东工会“2020年已

建立工会的非公有制企业职代会建制率要

保持动态90%以上”的“十三五”工作目标。

记者获悉，区总工会、区工商联日前下

发了《关于推进浦东新区非公有制企业民

主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了非公企业

职代会制度建设的初级、中级、高级阶段工

作标准。

其中，初级阶段强调建制规范性、代表

合法性和会议合规性，明确职代会届期、运

作规则、代表选举、职权内容等工作标准；

中级阶段强调管理有序性、会议规范性和

制度健全性，注重职代会工作制度、基本职

权的落实到位以及闭会期间的职代会活动

正常；高级阶段强调制度融合性、作用有效

性和评价满意性，实现职代会制度成为企

业自觉行为，充分体现在企业经营管理、利

益矛盾协调、企业文化等方面的作用。

下阶段，全区各级工会组织、商会将紧

密结合解决企业改革发展中的问题来进行

宣传和推进民主管理，成立工作推进联席

会，主动指导非公企业工会规范履行职代

会各项工作职能；建立资源整合平台，把职

代会建制宣传工作与企业家联谊会、企业

沙龙等有机结合，主动了解收集、反馈解决

商会会员企业在开展民主管理工作中的疑

点难点。阻挠建立职代会制度或妨碍职代

会依法行使职权给职工造成损害，引发劳

动关系不稳定的单位，将与上海市企业失

信信息系统或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有

效挂钩。

根据规划，2019年，工商联会员企业

的职代会建制率动态将保持在 90%以上。

其中，独立建制的企业 80%达到初级阶段

要求，40%以上企业达到中级阶段要求，并

有一定比例的企业达到高级阶段要求，职

代会制度在协调劳动关系、保障职工参与

企业管理、促进企业和职工共同发展等方

面成效显著。

■见习记者 严静雯

近日，日通国际物流（上海）有限

公司工会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亲

子活动，邀请了卡西欧、松下电器等

几家企业的职工一同参与。活动中，

集团高管亲自举着标语“站台”，带着

职工子女一起种花、植树……企业高

管与基层职工、家属其乐融融，打成

一片。

认识到员工的重要性

日通物流行政经理兼工会主席

马丽萍透露，在日通，员工满意度一

直保持高位。

日本通运是一家世界领先的物

流公司，2002 年在上海成立分公司

时，资方与劳方的关系并没有这么

“亲密”。2007年公司成立工会之后，

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沟壑”逐渐被填

平。几任外资总经理见识了中国的

工会后，都很感慨：“原来工会不是累

赘，还解决了很多我们不能解决的问

题。”

工资是员工最关心但又“敏感”

的问题。工会委员和企业内的积极

分子收集了公司经营情况、成本利润

等数据后，向公司总经理提出了开展

工资集体协商的要约方案并得到了

高层的同意。现在日通物流每年都

会发 3次奖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被

调动起来了。“今年年中，公司利润超

出预期，总经理专门拿出一部分利润

给员工共享。”马丽萍说。正因为如

此，在员工流失率较高的物流行业，

日通物流 10年以上的老员工却占全

员的10%以上。

团建活动参与度不足？那是因为

这些活动并不是员工想要的。日通物

流的各类员工活动，由员工提点子，在

工会、行政部门的配合下，员工参与到

筹划中来。除了亲子活动，公司还多

次举办职业技能大赛，职工在提升技

能的同时还能拿到一大笔奖金。

“我们已经深刻意识到，员工是企

业中最重要的一份子。我们分公司的

增长在整个亚洲是最快的。其中，员

工与管理层和谐共处，对公司的发展

作出了不小的贡献。”马丽萍说。

“软环境”促和谐关系

“我们亲如一家的状态，得益于

政策鼓励。”马丽萍说。在上海自贸

区保税区，像日通物流这样劳资双方

和谐共处的企业并不少见。2016年，

保税区内共有53家企业获得“上海市

和谐劳动关系达标企业”称号，是全

浦东获评企业最多的园区。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区保税区管理局人力资

源处副处长施欣华介绍，区内企业众

多，作为人力资源工作中重要的一部

分，劳动关系方针坚持以预防为主，

塑造劳资和谐共处的“软环境”，尽量

减少矛盾。

保税区管理局人力资源处 2013
年开始建立了“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的评选标准。日通物流就是最早参

与保税区内评选的企业之一。马丽

萍回想起第一次拿到评选标准的情

形：“评选标准有几十页，涵盖了企业

的用工管理、工作时间、社会保障等

等几十项指标。我们一项项地对照，

没有完善的地方就及时改正。虽然

测评很复杂，但是我们能够在自己的

日常管理中找到‘埋伏’的劳资关系

隐患，并及时修正。好处是显而易见

的。”

“我们总经理也很支持这类活

动。”马丽萍说，“企业间也会互相比

较的，2013年，其他企业看到我们获

评了示范企业，纷纷向我们老板请

教怎样才能获评。”去年起，保税区

的评选和上海市和谐劳动关系创建

活动结合起来，“获得市达标的企业

也可获评自贸区和谐企业。”施欣华

透露。

“劳动关系和谐示范企业的称号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形资产。”在马

丽萍看来，得到这个荣誉比做什么都

有用，“很多人来应聘时，都会看企业

的劳动关系是否和谐。”另外，企业还

能获得政策上的优惠。“上次我们申

请了不定时工作制，获得了 2年有效

期，按正常情况只能是 1年。”有些企

业向日通请教“秘诀”，“企业、员工共

赢，这就是我们的方针。”马丽萍笑着

说。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2017第

九届“张江杯”篮球联赛总决赛火热开战。

经过近两个月200余场比赛，8支队伍进入

总决赛，争夺最终的冠军宝座。最终，点点

客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霍尼韦尔（中

国）有限公司、超威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获得竞赛组冠亚季军；上海中药制药技术

有限公司取得竞娱组冠军。

本届篮球联赛由张江高科技园区管委

会、张江镇人民政府、张江（集团）有限公

司、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指

导，张江文化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国际医学

园区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张江园区总工会、

上海张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SMG
五星体育著名主持人、篮球王牌主持人庄

宁宇二度加盟，大鲨鱼拉拉队也来到现场，

为比赛加油助威。

“张江杯”篮球联赛开始于2009年，赛

事至今已连续举办 9届，园区企事业单位

及张江白领热情支持并参与比赛。

8月9日，为期三天的“2017亚太网印
制像展、中国国际网印及数字化印刷展、中
国国际数码印花工业技术展”联展在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作为全球丝网印刷
及数码印花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展会，汇聚
了赛博、飞乐等400个行业知名品牌、万余
件展品和来自中国、德国、美国、韩国等国
家的行业顶尖企业，集中展出各自最新研
发产品及成果。展会现场，印象华彩T台
秀、第18届科宏杯金网奖评比展示、网
印+数码扮靓你我他创意作品展示等活动
相继上演。

图为展会现场。

□见习记者 郑峰

实习生 王珏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黄静）上海首家以生活

垃圾为主题的科普馆建设工作已经进入尾

声，将于 8月底正式与公众见面。该科普

馆全名为“上海生活垃圾科普展示馆”，场

馆位于老港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总

建筑面积2136平方米。

上海生活垃圾科普展示馆以“生活垃

圾的奇妙旅程”为主题，贯彻垃圾处理“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三大原则。展厅分

为“人与自然”“重新认识垃圾”“垃圾去哪

儿了”“畅想生态之城”以及“尾声”五个部

分，市民朋友通过展览可以重新认识垃圾，

知道垃圾的明确定义和对环境的影响，让

大家了解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

分类运输、分类处置以及上海垃圾处置的

规划蓝图。

区总工会全面推进非公企业民主管理工作

两年内职代会建制率达90%以上

日通物流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企业和员工实现双赢

万余种展品亮相
印刷展

上海生活垃圾科普馆月底开馆

“张江杯”篮球联赛总决赛落幕


